
中国体育代表团17日宣布，女排运动员朱婷、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
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东京奥运会允许代表团派出男女各一名运动员担任旗手。据悉，中国体育代表团综合考虑
了运动员代表性和赛程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经多方征求意见、慎重考虑，最终确定了旗手人选。

朱婷和赵帅均为里约奥运会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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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7 月 18 日电 （记者
王镜宇 卢星吉）刚刚被确定为东京奥
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的中
国女排队长朱婷18日表示，担任旗手
让她更有动力，中国女排的目标还是升
国旗奏国歌。

中国代表团17日晚宣布，朱婷和
跆拳道名将赵帅将在东京奥运会开幕
式上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17日上午
记者跟朱婷联系时，她正在去训练的路
上。利用中午休息的空隙，朱婷发来了

成为旗手的感言。她说：“感谢代表团
对女排、对我的肯定与信任。担任旗手
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让我更有
动力，去做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大
赛将至，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我们的
目标还是升国旗奏国歌。”

朱婷是我国著名排球运动员，随队
夺得了2015年女排世界杯、2016年里
约奥运会和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
还多次在国际排坛的重要赛事中当选
最有价值球员，被誉为“MVP收割机”，

是目前中国人气最高的现役运动员之
一。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将在主
教练郎平的率领下再次向冠军发起冲
击，朱婷是队中的核心球员。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于7月23日
举行，中国女排的首场比赛在25日进
行，这为朱婷出席开幕式提供了一些便
利。在以往的一些大型运动会中，中国
女排往往因为要更好地准备开幕式第
二天的比赛而缺席开幕式。

中国女排队长朱婷——

女排的目标还是升国旗奏国歌

据 新 华 社 济 南 7 月 18 日 电
（记者 萧海川 史竞男）此间举
行的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上，新一届“十大读书人物”产
生。书博会“十大读书人物”评选
与颁奖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
的重要文化活动，自 2012 年以
来，已成功举办九届，成为书博会

的一大品牌活动，有力推动了全
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社会影
响日益广泛。甘肃省张掖市肃南
县明花乡裕固族牧民、尕牧什拉
芜尔书屋管理员安维智，重庆市
大渡口区山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主任高雪等当选为本届书博会

“十大读书人物”。

“十大读书人物”亮相第30届书博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山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高雪入选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7月
18日，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主办的
2021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以
下简称“高校科学营”）正式开营，
重庆大学分营也同时开营。

据悉，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
自2012年起举办，每年在暑期招募
万余名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优秀
高中生走进重点高校、企业、科研
院所，参加为期一周的科技与文化
交流活动。

重庆日报记者从青少年高校
科学营重庆省级管理办公室了解
到，今年重庆共选拔了430名营员
和43名带队教师参加北京大学、南
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
宇航学会等32所高校分营和专题

营线上活动，其中10名营员参加重
庆大学分营活动。

据介绍，当天同时开营的重庆
大学分营活动以“红岩魂 科技
梦 青春志”为主题，共接收了来
自天津、安徽、河北、山西、新疆建
设兵团等15个省市和单位的270
名营员和27名带队教师。为了助
力“扶贫扶智”工作，此次活动还特
别接收了来自云南绿春县的50名
营员。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此次活
动采取线上的形式举办，营员和带
队教师将通过“云游”虚拟大学城，
以及直播（录播）、专家答疑等方
式，体验分营特色的科技活动和科
教资源，充分感受科技魅力，提升
参与感、体验感和获得感。

2021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重庆大学分营开营

□本报记者 黄琪奥

7月17日晚，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
宣布，由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
员赵帅共同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
国体育代表团旗手。这也意味着，即将
年满27岁的赵帅将会继2018年雅加
达亚运会后，第二次担任中国代表团的
旗手。

但你可知道，赵帅还有另一个身
份——西南大学体育学院学生。7月

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西南大学获悉，
赵帅去年已获硕士学位，目前正在攻读
体育学博士学位。对于担纲旗手，他表
示“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也是一种动
力，期待更好地为国争光”。

事实上，在担任奥运会代表团旗手
之前，赵帅已创造了多个“第一次”。在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代表中国男子
跆拳道队出战男子58公斤级比赛的赵
帅在比赛中展现出过硬的实力，一路过
关斩将，成功获得男子58公斤级比赛
冠军。这也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
男子跆拳道金牌得主。在获得奥运会
金牌后，他并未懈怠，而是以更加积极
的态度投入到训练与比赛中，并在
2017年6月，成功夺得2017年世界跆
拳道锦标赛男子63公斤级冠军，这也
是中国男子跆拳道历史上的首枚世锦
赛金牌。同年，赵帅在天津全运会上夺
得68公斤级冠军，实现了男子跆拳道

“大满贯”。而在今年的奥运选拔赛中，
赵帅又以大满贯积分榜首和奥运积分

第三名的成绩获得了直通东京的资格。
“我在昨天就知道了赵帅将成为旗

手的消息。”赵帅的专业导师、西南大学
体育学院副教授李兵说，当时赵帅告诉
他，成为旗手，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
责任，他将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出现在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向全世界观众
展示中国运动员的风采。

作为赵帅的伯乐，李兵见证了赵帅
的成长。“我与赵帅的缘分始于2012
年，当时担任跆拳道裁判的我经常会利
用比赛机会，挖掘一些好苗子。在一次
全国性比赛中，我注意到了当时才17
岁的赵帅。”

“当时赵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不仅个子高，身体硬，还有很强
的抗击打能力，连蹬带踢速度快。”李兵
说，第二年，赵帅就成为西南大学体育
专业的一名大一学生。“从进入体育学
院的第一天，赵帅就相当努力。”李兵
说，赵帅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随国家队一
起训练和比赛，很少有时间到学校学

习，很多时候都是通过QQ群、微信群
与老师、辅导员进行在线交流，但他从
来没有落下任何作业，以优异的成绩荣
获学士、硕士学位。出征东京奥运会之
前，他还撰写了一篇与跆拳道有关的论
文，预计今年年底发表。

李兵还告诉记者，“去年9月21日，
赵帅曾作为新生代表，在西南大学体育
学院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发言。”赵帅表
示，他对西南大学十分有感情，希望能
继续在体育学院深造。

谈到即将举行的68公斤级比赛，
李兵也对赵帅充满了信心。“不出意
外，他应该能成功卫冕。”李兵说，毕竟
从见到他的第一天起，他就通过自己
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从最初
的陪练到如今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
冠军，他用辛勤的汗水铸造了一个个
奇迹，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
上，他将与谌利军、廖秋云等同样来自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的学生一起，创造
新的辉煌。

跆拳道运动员、西南大学学生赵帅——

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也是一种动力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7月17日，
作为中国重庆（石柱）第五届康养大会的
首场子活动，2021中国·石柱成渝双城铁
人三项公开赛在石柱黄水太阳湖鸣笛开
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0名铁三选手
为取得好成绩展开激烈角逐。

据介绍，作为重庆市的一项传统铁人
三项赛事，此次石柱成渝双城铁人三项赛
由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重庆市体育
局、四川省体育局、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委、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
相较于前三届，本次石柱成渝双城铁人三
项赛的最大变化就是升级为国家级铁人

赛事，故此次参加成渝双城铁人三项赛的
除了有成渝两地的铁三好手外，还有多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铁三好手。

今年的石柱成渝双城铁人三项公开赛
共分为专业、业余两大组别。其中专业组
共设置了全程、半程、短距离三个比赛项
目，每项比赛又设置了男女子精英组、男女
子U19组(青年组)、男女子U17组、男女子

U15组(少年组)。业余组比赛则分为全程、
半程两个项目，每个项目又设置了多个组
别，男子16到70岁以上、女子16到60岁
以上都有相应组别。

17日上午，伴随着一声发令枪响，数
百名选手如离弦之箭般离开起跑线。经
过激烈角逐，来自内蒙古的马云祥获得男
子精英组冠军，来自四川的张一获得女子

精英组冠军，李俊豪等十余名选手则分别
把各个年龄段的冠军揽入怀中。

据悉，石柱成渝双城铁人三项赛结束
后，中国重庆（石柱）第五届康养大会将继
续在石柱举行。从18日—21日，众多专家
将齐聚石柱，通过举行专家主旨演讲、“秦
良玉文化”专题研讨会、康养药膳美食品鉴
会等多场活动，为石柱康养产业出谋划策。

石柱成渝双城铁人三项赛开赛

□新华社记者 岳冉冉 王子江

国乒队长马龙紧了紧护目镜和
N95口罩，推着行李车走出日本成田机
场T1航站楼。他的粉丝在距他两米开
外（注：东京奥运会规定安全距离是两
米）的地方大声喊着他的名字。

女足队员王霜压低了面罩，推着行
李车的她戴着手套，看见记者没有说
话，而是挥了挥手。

17日晚7时许，中国赛艇队、乒乓
球队、射箭队、女足四支队伍从成田机
场出口走出。

出口处贴着红毯般的指示条，站着
一名警卫，他的头顶墙上粘着金色的东
京 奥 运 会 与 残 奥 会 口 号“United
by Emotion”（情同与共）。

四支队伍于17日上午乘坐国航包
机，下午2时许抵达成田机场。在经过
了近五个小时的出关和核酸检测后，他
们于晚上7时许陆续从出口走出。

日本志愿者们举着应援牌，上面写
着“欢迎到日本”，她们微笑着跟队员们
挥着手。

剪了个寸头、戴着护目镜走出的中
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说：“旅途上
还行，今天过关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
整体还算比较顺利。”

自1988年汉城（今首尔）奥运会设
立乒乓球项目开始，到2016年里约奥
运会为止，中国队共赢得32枚金牌中
的 28 枚，是世界乒坛当之无愧的王
者。此前，刘国梁也表示，对于奥运金
牌，这次要“保三拼四争五”。

当记者请他再次确认这一目标时，
刘国梁信心满满：“我们早就定好了，已
经备战五年了，抵达东京后，比赛已经
进入最后的阶段。”

中国女足是四队中最后一支走出

的队伍。全队于清晨5点离开香河国
家足球训练基地，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
场搭乘包机。

女足主教练贾秀全说：“队员还是比
较辛苦，但精神状态还不错，防疫要求严
一些对大家都好，把危险降到最低。”

在经历了13个小时的旅程后，中
国女足终于走出机场，在拿到核酸结果
后，她们乘大巴前往小组赛比赛地宫

城，而这一段路程还需6个小时。“为了
防疫安全，我们克服点困难，直接走了，
减少一个住下来再走的程序。”

中国女足与荷兰、巴西和赞比亚队
分在F组，首场比赛将于7月21日打响。
同组的三个对手都已到达日本。贾秀全
说：“我们小组赛会想尽一切办法，打出水
平，又达到我们的预期，摧坚决胜。”

虽然接机粉丝不多，但大家热情不

减，今天没班的奥运会志愿者小梁一直
等在出口：“咱中国队到了，必须来捧个
人场。”他口罩上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
条缝。

当地时间18日18点40分许，中国
代表团射击、跆拳道、羽毛球、拳击、网
球和体操等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也抵
达日本，走出东京成田机场。

（综合新华社消息）

疫情下，中国体育代表团这样抵达日本——

戴着护目镜和N95口罩走出机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
梅）受上游来水和本地强降雨叠加
影响，我市涪江、嘉陵江、长江迎来
新一轮涨水。重庆日报记者7月
18日从市水利局了解到，涪江、嘉
陵江洪水已于7月16日、17日通过
重庆。其中，川渝两地携手联合调
度流域水库群，通过拦洪削峰，使
潼南城区实际最高水位低于预计
水位约3米，最大程度降低了灾害
损失。

7月14日至16日，四川盆地西
北部、西南部降大到暴雨，广元、绵
阳、雅安等地降大暴雨。受强降雨
影响，涪江、嘉陵江洪水来势凶
猛。四川省水利厅实时将水雨情
通报重庆市水利局，潼南区水利局
将遂宁市水利工程调度管理系统
接入值班室，随时了解掌握涪江上
游主要水利工程的坝前水位、入库
流量和出库流量。由于实现了信
息共享，潼南区根据遂宁市及时通
报的三星水电站（位于潼南区上
游）调度方案，计算出位于遂宁市
的三星水电站泄洪可能造成潼南
城区超过保证水位1.5米，于是，川
渝两地水利部门通过远程会商，决
定将三星水电站调度方案的最大
下泄流量不超过13000立方米/秒，

调整为不超过11000立方米/秒。
7月16日，涪江洪水通过潼南城

区。由于上游三星水电站市级最大
下泄流量控制为10100立方米/秒，
较原调度方案最大下泄流量减少
2900立方米/秒，潼南城区实际最高
水位低于警戒水位0.77米，较预计水
位约低3米。

同时，川渝两地科学开展流域
水库群联合调度，四川调度嘉陵江
干流亭子口水库、涪江上游武都水
库等，尽力拦洪削峰。重庆调度潼
南区航电枢纽工程（位于潼南城区
下游）敞泄，以减少电站尾水对潼
南城区水位的顶托；调度草街水电
站提前预留防洪库容，洪水过程中
又通过拦蓄洪水降低下游北碚城
区及沙坪坝磁器口洪水位，减少洪
水淹没时间。

7月 17日 19时，嘉陵江北碚
(三)站出现最高水位192.28米，低
于警戒水位（194.50 米）2.22米；21
时，嘉陵江磁器口站出现最高水位
182.57 米，低于警戒水位（182.64
米）0.07米；7月18日1时30分，长
江寸滩站出现最高水位177.33米，
相应流量41400立方米/秒，低于警
戒水位（180.50 米）3.17米。目前，
重庆嘉陵江、长江水位正在回落。

涪江嘉陵江洪水通过重庆
川渝联合调度水库群降低潼南洪水3米左右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重庆市梁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7月1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矿山名称

梁平县金砖建材有限公司

梁平县宝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梁平县仁和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梁平县传丰建材有限公司

梁平县吉瑞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梁平县白洋建材有限公司

梁平县鑫发建材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5002282009117120042087

C5002282009117130041380

C5002282009077130027040

C5002282009097120034959

C5002282009117120042090

C5002282009097120035991

C5002282009077130027248

注销时间

2021年7月5日

2021年7月5日

2021年7月5日

2021年7月5日

2021年7月5日

2021年7月5日

2021年7月5日

七
月
十
八
日
，参
加
东
京
奥
运
会
的
中
国
体
育
代
表
团
部
分
成
员
抵
达

东
京
。

新
华
社
记
者

李
一
博

摄

朱婷。 新华社发

赵帅。 （西大供图）

7月17日，一名消防员在德国舒尔德一处洪灾现场打电话。
日前，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莱法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北威州）因持续暴雨引发洪涝灾害。据外电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8日，此
次洪灾已造成至少157人死亡。 新华社/法新

德国洪灾已造成至少157人死亡

关注关注 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

朱婷、赵帅：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